
黄民烈，副教授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人工智能实验室



起源于1950年Turing Test

IBMWatson：在知识问答
节目中击败人类冠军选手

微软小冰~~聊天机器人

(1)人机对话是最具挑战性的人工智能问题之一
(2)人机对话系统是衡量人工智能综合能力的最重要指标之一

搜狗问答Bot~“一站到底”挑战



http://venturebeat.com/2016/07/11/microsoft-
ceo-chatbots-will-fundamentally-revolutionize-
computing/

抢夺新的入口：人机对话成为操
作系统的新接口

虚拟助理

智能音箱



鼠标、键盘
GUI

触控操作
GUI

对话交互
Conversational UI

Microsoft: CA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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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
微软小冰



Pepper：情感机器人
会感知情绪并学习表达情绪
的类人形机器人

社交机器人

MIT Jibo：看、听、
学、助理

Buddy：家用社交
机器人



闲聊聊天 知识问答 任务执行

目标定位 闲聊、好玩 知识获取 完成任务和
动作执行

领域限制 开放领域 开放领域 特定领域

应用场景 娱乐、情感陪护，
服务机器人

客服、教育、信息
获取

个人助理

参考系统 微软小冰、度秘 IBMWatson、搜狗深度
问答、Wolfram Alpha

苹果 Siri,
微软Cortana，
谷歌Allo



语义性 逻辑性 一致性 交互性

内容质量
个性、
身份、人格

主动式
对话

情感感知
与表达



User：最幸福的人不是拿到了最好的东西，而是学会去珍惜
手上已经拥有的人。
Machine:是的，所以我也要珍惜自己的幸福

User:时间啊，你这把杀猪刀。。。
Machine:我是被杀的

User:怕孤獨，又捨不下自己的小自由。
Machine:我想去流浪，但没有人陪我去。



User: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Machine: 这句话我爱听，谢谢你的祝福，我会继续努力的！

User:雪，飘舞。人，行走。树，纯美。天，苍茫。城，安静。
Machine:好美的意境

User:欲享受选择之快乐必先经历选择之痛苦
Machine:是的，人生就是这样，人生的意义就是选择。

User：有些命里遇见，从相识到相知，到最后的相忘于江湖，似乎都是
命中注定。
Machine：缘来缘去，这就是人生



图片来自微软周明老师





§让计算机理解情感情绪(Sentiment/Emotion)：情感分
析和观点挖掘( Picard and Picard, 1997；由MIT教授提出情
感计算)

§情绪智能(Emotion Intelligence)是体现智能的关键人类
行为之一(Salovey and Mayer, 1990; Picard and Picard, 1997) 

§情绪识别
§语音语调

§面部表情、肢体语言、姿势姿态等

§文字：“今天非常高兴见到您”



发帖 回复

基于深度学习
情绪分类器

ECM：基于深度学
习的情绪化内容生成

海量微博聊天语料

发帖 回复

发帖 回复

人工标注的情绪
分类数据

喜 怒 哀

…

…



情绪 早上的天气不错啊！哈哈哈哈哈哈
喜欢 今天的天气不错啊！
悲伤 天气好，心情不好。

厌恶 这是哪里啊？求解释
愤怒 怎么了？什么情况？
快乐 今天的天气真好啊！

情绪 送一个这样的蛋糕，给你美丽的闺蜜吧！
喜欢 好漂亮的蛋糕啊！
悲伤 为什么我觉得很恶心

厌恶 这样的蛋糕你忍心吗？

愤怒 有没有想开网店的？
快乐 哈哈，好可爱的蛋糕！

情绪

为了解决抄作业的不好习惯，高数老
师这回要出绝招了！

喜欢 这老师太有才了！
悲伤 这样的老师伤不起啊
厌恶 这老师也太狠了点吧

愤怒 这老师是要逆天啊！

快乐 哈哈，这老师太有才了

情绪 承诺，就是一个骗子说给一个傻子听的。
喜欢 承诺是一个专一的傻子
悲伤 我就是一个悲伤的傻子

厌恶 一个骗子说给一个傻子听
愤怒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快乐 我就是一个开心的傻子

•Hao Zhou, Minlie Huang, Xiaoyan Zhu, Bing Liu. Emotional Chatting Machine: Emotional 
Conversation Generation wi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Memory.arXiv:1704.01074.



§聊天机器人很难通过图灵测试

§ 缺少真正意义的语义理解

§ 缺少固定身份和个性（Personality/Identity)



§如何赋予机器人固定身份和个性（Personality/Identity)

§学习隐含个性(Li et al. 2016; Al-Rfou et al. 2016)

§ 需要海量对话数据，一般没有带个性、身份特征的对话数据

§挑战

§ 赋予显式的个性和身份

§ 采用一般对话语料训练模型

Qiao Qian, Minlie Huang, Haizhou Zhao, Jingfang Xu, Xiaoyan Zhu. Assigning personality/identity to 
a chatting machine for coherent conversation generation.arXiv:1706.02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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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你还没说你几岁呢。
Machine:我三岁了

User:你今年有15了不？
Machine:我还没到呢

User:你多大了
Machine:三岁了

User：你对什么事感兴趣。
Machine:打篮球

User:你都有啥爱好呢？
Machine:篮球

User:告诉我你的兴趣所在是什么
Machine:我喜欢打篮球

Qiao Qian, Minlie Huang, Haizhou Zhao, Jingfang Xu, Xiaoyan Zhu. Assigning personality/identity to 
a chatting machine for coherent conversation generation.arXiv:1706.02861



§如何让机器人具有鲜明的个性？
§对话风格：发嗲，可爱活泼，严肃

§具有性格：外向型、内向型，大五人格

§常识推理：如何产生与自身人格、身份相符合的回答？
§五岁小男孩机器人,“你结婚了吗”
§多属性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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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态的情绪、情感理解 (语音、视觉、文本)
§机器人个性、身份、人格
§有性格特征 (外向、内向)
§有说话风格 (俏皮活泼、严谨严肃)

§机器人自主学习
§从环境和交互中不断调整机器人的行为和模式

§需要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技术

§与硬件实体深度结合



§真正类人的机器人会不会出现？
§够聪明

§有个性

§懂情感

§能自我学习和进化

§机器人会不会对人类构成威胁？



§黄民烈 aihuang@tsinghua.edu.cn
§主页：http://aihuang.org/p/


